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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6月11日，
来自市交委、中国铁建重庆投资集团消息
称，目前重庆高速公路移动支付项目，已在
G93渝遂高速沙坪坝主线站和G5013渝蓉
高速大足省界站通过现场收费测试，有望
本月底面向社会车辆开放试运行。这也意

味着本月底，这两个收费站将率先在我市
实施扫码支付高速公路通行费。

据介绍，运用“互联网+”，推动高速公路
收费站实施移动支付，已成为我市打造智慧
高速、提升高速公路服务水平的重要内容。

根据交通运输部《收费公路移动支付

技术规范》要求，2017年下半年我市着手高
速公路移动支付技术方案的研究。

我市确定在G93渝遂高速沙坪坝主线站
和G5013渝蓉高速大足省界站作为移动支付
试点收费站，即在部分人工车道安装移动支
付扫码设备。本月底，移动支付设备启用

后，车主就可以用微信、支付宝和银联支付
高速公路通行费，省去现金交费的麻烦。

据介绍，未来，我市将根据这两个收费
站的试点情况，在其它收费站实施移动支
付。预计年内，我市50个高速公路收费站
实现扫码支付。

渝遂高速沙坪坝主线站
渝蓉高速大足省界站

月底实现微信、支付宝和银联交费
预计年内重庆50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实现扫码支付

红岩村大桥正在进行架梁施工，预
计明年2月合龙。红岩村大桥是主城首
座公轨两用高低塔斜拉桥，全长 732.8
米，上层桥面为双向6车道公路，下层桥
面为双向4车道城市支路+双线轨道，承
担轨道5号线过江任务。大桥建成后，
将串起沙坪坝、江北、渝中、九龙坡等区
域，并有效缓解嘉华大桥和石门大桥的
通行压力。

记者 罗斌 摄

红岩村大桥
加紧架梁施工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重庆日报记者6月11
日从市规划局获悉，为获取城市居民出行特征以及交
通运行特征等数据，掌握主城区居民的出行规律以及
居民对交通出行的真实需求，我市将于6月12-22日
（不含端午小长假）开展主城区综合交通调查及居民
出行调查。

市政府部署市规划局牵头
调查目的是了解市民需求

据悉，此次综合交通调查由市政府统一部署，市规划
局牵头，各区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协同开展。综合调查由
居民出行、流动人口出行、机动车出行、公共交通、对外枢
纽及占道停车等6项调查构成，旨在通过这6项调查并
结合基于大数据的交通特征分析，全面掌握主城区道路、
公共交通、停车、对外客运等交通的运行情况。

其中，居民出行调查重在把握人口活动与城市功
能布局之间的关系，掌握人口以及车辆的出行规律，
其他调查重在掌握交通设施的运行情况，分析城市交
通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每晚六点到九点入户询问
时间约40分钟

据了解，居民出行调查需要采取入户询问、当场
填报的方式开展，所以需要市民给予配合，市政府希
望被访市民能够积极配合做好居民出行调查工作。

本次居民出行调查将在主城区范围内抽样3万户
家庭，向6周岁及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进行调查。届时，
调查员将佩戴专门证件，于调查日晚间18∶00-21∶
00，到被抽中的住户家中开展调查，需要市民注意的

是，6月16-18日端午节放假期间不开展入户调查工
作。调查内容主要为居民当日（工作日）的出行情况，
包括每一次出行的起止点，出发和到达时间，出行采
用的交通方式，出行目的等。

城市空间快速拓展
调查结果将服务多个部门

据了解，北京、上海等城市都开展过多次综合交通
调查，并建立了长效机制，定期组织开展调查。其中，
上海自1981年以来共开展了5次大规模综合交通调
查，其中居民出行调查对象规模从3.6万户到9万户不
等。2004年后更是固定每5年开展一次综合交通调
查。2014年，上海开展第六次综合交通调查，涉及调查
户数约6万户。北京自1986年至今共开展了5次综合
交通调查，2014年开展的综合交通调查涉及调查户数
约8万户。调查的数据，为编制城市交通规划，制定交
通管理规则，合理组织城市交通建设时序提供了科学
合理的判断依据，有力地推动了城市交通人性化发展。

我市在2002年开展了第一次综合交通调查，其
后于2010-2014开展了几次专项调查。这些调查掌
握的信息客观反映了当时的交通状况，为当时的主城
区综合交通规划、轨道网络规划以及重大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的前期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为城市建设、
规划及管理的科学决策奠定了基础。

2014年至今，我市的城市形态、人口以及交通基
础设施等发生了较大变化，私人小汽车数量也急剧增
长。这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以及出行发生了深刻改
变，因此，开展居民出行调查，把握最新的居民出行特
征，显得非常必要，调查结果也将为我市多个部门所
用，目的是更好地规划、组织、管理交通。

今日起重庆开展综合交通
调查及居民出行调查

主城范围抽样3万户家庭 入户询问请市民配合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索道公司6月10日发布消息称，将
对现有的索道预约套票系统进行优化，预计从7月起游客可实现提
前2小时预订。

今年4月底，长江索道推出预约服务，游客可预订次日索道套
票。目前根据游客需求，索道公司计划对预约时间进行优化升级。

此次优化后，预约套票的购票方式和票价不变，游客可关注“重庆
索道公司”微信公众号，预订每日10∶00-20∶00（每小时2个班次）的索
道套票。预约成功后，游客无需排队，凭本人证件和手机，在预定时段
经工作人员验证后，即可进入“预约通道”乘坐长江索道。

目前长江索道营运时间为每日7∶30-22∶30，预约套票包含长
江索道新华路至上新街站单程票、一杯饮品、索道讲解服务及观光
巴士票。

7月起坐长江索道不再排队

微信提前2小时可订票

本报讯 （记者 廖雪
梅）重庆日报记者6月11日
从市城乡建委了解到，市级
重点建设项目龙兴隧道工
程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该项目2020年建成后，龙
兴园区将新增一条贯穿铜

锣山的新隧道，并打通正在建设中的机场南联络线断头节点。
龙兴隧道项目位于两江新区，去年开工，西起石塘大道，东止于

快速路六纵线东侧，全长5.35公里，总投资23.57亿元，双向六车道，
设计车速60公里/小时。该隧道工期为3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龙
兴隧道、石塘大道立交及其附属工程等。其中，龙兴隧道为双向四
车道，全长3200米。

龙兴隧道项目预计2020年底完工投用，将成为两江新区龙盛
片区到江北机场、两路城区、空港新城的快速通道。随着龙兴隧道
通车，机场南联络线“断头路”将被打通，市民乘车从龙兴镇到江北
机场仅需15分钟时间。届时，在两江新区鱼嘴、复盛、龙兴、石船片
区工作和生活的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龙兴隧道开始全面施工
2020年建成后龙兴到机场乘车仅需15分钟

本报讯 （记者 韩毅）6月11日，我市区域性旅游盛会
——第三届渝东南生态民族旅游文化节启动仪式在江北观
音桥商圈举行。渝东南8个区县（自治县）共同推出20项旅
游主题活动，让市民足不出市，也能享受清凉一夏，以及体验
多彩的民俗风情。

重庆之美，美在神奇自然风光，美在多彩民俗风情。其
中，渝东南地区生活着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蒙古
族、仡佬族等20多个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武陵
山、齐岳山、大娄山、乌江、阿蓬江、芙蓉江等，山水环绕，植被
茂密，绘就了一幅山水画卷，是我市夏季的“天然氧吧”和休
闲养生避暑胜地，也是我市全力打造旅游业发展升级版、建
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支撑。

渝东南生态民族旅游文化节是由市旅发委、市文化
委、市民族宗教委与黔江、武隆、涪陵、南川、彭水、石柱、秀
山、酉阳等区县（自治县）共同举办的区域性旅游盛会，旨
在宣传渝东南、推介渝东南、发展渝东南，做强做靓“大武
陵”国际旅游目的地，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生态民族旅
游区。

今年，第三届渝东南生态民族旅游文化节以“畅游渝东
南·领略民族风”为主题，围绕文化传承、民俗展示、旅游营
销、体育赛事等领域，策划安排了20项主题活动，分为重庆主
城活动、彭水主场活动、主题旅游活动和区县分场活动四大
板块。

重庆主城活动于6月11日—13日在观音桥商圈举行，包
括启动仪式、生态民族旅游展、“民族风”旅游文艺展演等，渝
东南8个区县（自治县）将陆续开展旅游文艺展演、旅游商品
展示、接受旅游咨询，现场参与市民将有机会获得景区门票、
纪念品等旅游礼包。

接下来，彭水主场活动、主题旅游活动和区县分场活动
将依次展开。7月6日，彭水蚩尤九黎城将举行第三届渝东
南生态民族旅游文化节开幕式暨《渝东南·民族风》旅游文艺
晚会，随后将陆续举行全国知名画家“画彭水·展彭水”活动、
2018·全球蚩尤（苗族）文化与彭水发展研讨会、渝东南民族
文化旅游发展成果展、渝东南民族美食展、第三届海峡两岸
及港澳地区户外挑战赛暨重庆彭水户外挑战赛、第三届中
国·彭水乌江游泳马拉松邀请赛、重庆（彭水）第八届江河钓
鱼大赛、第三届中国苗族民间文艺大赛和2018·首届中国苗
装秀等。

此外，2018“畅游渝东南·领略民族风”百家旅行社踩线
活动、2018“美丽中国行·风情渝东南”嘉年华主题旅游活动、
2018“渝东南·好地方”渝东南人游渝东南惠民活动等也将陆
续展开。

渝东南生态民族旅游文化节启幕

20项旅游活动邀你参与

让镜头留住记忆，让图像告诉未来。
这是丰都县摄影家协会荣誉主席郑瑞舜

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最多的一句话。
78岁的郑瑞舜是土生土长的丰都人，早

年当过老师，改革开放以后，看着身边每天都
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就省吃俭用买了一台国
产120海鸥方箱照相机，从此，他迷上了摄影。

几十年来，他透过镜头，记录了丰都的发
展变化，也因为反映丰都的摄影作品的不断
发表和获奖，从一个摄影爱好者，成为中国摄

影家协会会员、丰都县摄影家协会主席，直至
荣誉主席。

最让郑瑞舜津津乐道的还是丰都县城近
二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作为一个摄影家、
一个市民，全程参与了旧县城的搬迁，一天天
看到新县城的成长。

“当年，重庆日报就刊登过一篇《‘鬼城’
过江》的文章，专门讲了县城主要单位搬迁过
江的故事。”郑瑞舜说起丰都这些大事件以及
多年来的变化，如数家珍。

当年的丰都老县城只有0.98平方公里，十
几万居民居住，密密麻麻，更不要说学校、体育
馆、公园、图书馆、医院、农贸市场这些便民设
施，少之又少。今天丰都建成区面积达到16平
方公里，交通便捷、生活配套齐全、环境优美，
县城平都大道曾获重庆最美街道称号。县城
先后被评为重庆市山水园林城市、重庆市卫生
县城、重庆市森林城市、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
游城市、一带一路·最佳国际旅游文化名城等。

丰都老城和这些年来的变化，都被郑瑞
舜用镜头永远地定格住了。

而说到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郑瑞舜非
常高兴，他说，今年我买了新的镜头，希望能
够拍出更好的效果，这些年重庆变化好大，越
来越漂亮，我就想把最美的一面记录下来，展
现出来。

78岁的郑瑞舜记录丰都二十年变迁

这次他再用镜头定格重庆最美的一面
本报记者 蔡正奋

2018重庆（国际）影像文化节自6月5日启动以
来，已火遍朋友圈。尤其是“我爱重庆·精彩一日”百
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活动（以下简称百万市民拍
重庆活动），很多人跃跃欲试。69岁的老摄影家彭世
良就精选了几十张新旧对比的照片制成视频，并将
视频交到了本报，作为对此次活动的“厚礼”。

彭世良是地道的重庆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重庆市摄影家协会高级会员，曾任成都铁路局
摄影协会常务理事，重庆铁路分局摄影协会秘书
长。从上世纪60年代起，彭世良就拿起相机，这一

拍就是几十年。
在彭世良的镜头里，有很多老重庆的身影，比如

以前临江门层层叠叠的民居、旧时的民权路、民族
路、民生路、八一路等。从1992年起，彭世良开始走
访拍摄蓄水前的三峡，很多村落的原貌都被他完整
地记录了下来。“我当时只想让这些照片作为一种记
录，至于有什么价值，并未考虑太多，我觉得应该认
真做起保护与宣传的工作。”这样的想法支撑着彭世
良一直自费拍摄。

“重庆的新旧对比太强烈了，真为生活在这样一
座城市自豪！”为参加此次摄影活动，彭世良从自己
拍摄的10万张老重庆照片中精心挑选出几十张有代
表性的照片，还在这些老照片的拍摄地，重新拍摄了
新照片，并精心地制作成视频。

“你看，这个地方完全变了样，重庆发展真的很
快，变化也大。”指着几乎看不出原样的照片，彭世良
笑得像个小孩一般。

去年，彭世良就参加过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
“前一晚我兴奋，很久没睡着。”彭世良说，2017年6
月18日当天，他登上WFC，拍下了雨雾中的解放碑。

“很期待今年的活动，我肯定还会参加，做一回
忠实粉丝。”彭世良说，自从参加了百万市民拍重庆
活动，他就喜欢上了拍景物的新旧对比，以前他主要
是拍主城的变化，这一次他想把范围放大一些，更多
地将镜头对准重庆各个区县，去探寻更多的变化和
惊喜。

69岁的彭世良精选新旧照片制成视频

这次他要多拍区县探寻更多惊喜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投稿邮箱：cqrb@vip.163.
com

投稿要求：拍摄时间必须是
2018年6月18日0时至24时，拍摄
内容为和重庆相关的人、事、物等。
图片必须在一千万像素以上，并撰
写相应的图说。请留下姓名和联系
方式。

截稿时间：6 月 19 日凌晨 2
点

“百万市民拍重庆”

活动参赛规则

相关链接>>>

摄影师：郑瑞舜 （受访者供图）摄影师：彭世良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6月11日，由市委人才办、市
人社局联合主办的“2018国（境）外优秀青年人才重庆实习
月”活动正式启动。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树仁
大学、澳门大学等港澳知名高校的63名学生将在渝实习一个
月，切身感受重庆的就业创业环境。

启动大会上，长安汽车、猪八戒网等53家单位首批被授
牌为重庆市青年人才实习基地。

有关负责人称，2009年以来，我市已接待12批次共536
名港澳台大学生来渝实践交流，共设立“港澳台青年人才重
庆实践基地”82家，涵盖金融、传媒、科技等多个行业。为积
极推进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今年我市进一步加强
与海内外高校联系，通过与有意向的单位进行匹配和定向邀
请，组织国外及港澳地区在读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到重庆
及其意向单位开展岗位体验、考察参观等，亲身领略重庆的
城市环境、就业创业环境、企业文化，努力营造“近悦远来、百
万英才兴重庆”的良好发展环境。

香港树仁大学学生陈冠焯是第一次来重庆，他告诉记
者，重庆的山水风貌与香港很类似，而重庆人的热情豪爽
让他们感受到宾至如归。澳门大学研究生马青悦说，她几
年前曾来重庆旅游，对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印象深刻，这
次来渝实习，希望能对接上意向单位，为今后到内地发展
做准备。

据了解，来渝学生将在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医科大学、
西南证券、重庆大龙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渝新欧（物流）有
限公司等单位进行实习，并在实习期间展开座谈交流，为重
庆如何引进和培育青年人才提出建议。

“2018国（境）外优秀青年人才
重庆实习月”活动启动

63名港澳大学生
来渝实习


